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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唐亚婧 记者黄珠慧子报

道：为助力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助推科

学健康知识普及， 提升医务人员科普

工作能力，近日，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举

办健康科普演讲比赛，产科、儿科、急

诊科等

16

个科室的医务工作者参与。

“ 产后抑郁症”“ 理想身材不等于

健康身体”“ 秋季养生”“ 孕期营养知多

少” ……比赛现场， 选手化身科普达

人，针对患者、家属、健康人群等不同

宣教对象， 结合专科诊疗特点， 用演

讲、视频、情景模拟等多种形式进行了

精彩的演绎。他们声情并茂，深入浅出

地将自身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大家

“ 听得懂、用得上”的常识，赢得了现场

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现场评委组根据

选手的内容、技巧、效果、形象等方面

进行评分及现场点评。经过激烈角逐，

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叶沁所带来的演讲

《 产后抑郁症 离我们并不遥远》 获得

第一名。 叶沁说：“ 健康科普演讲比赛

给我们职工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相

互学习的平台， 能够激励大家发挥专

业所长，学以致用，学以善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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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体机能下降， 老年人在慢性病防

治方面得到更多的关注， 而心理健康及生理

层面的需求往往被忽视。 当前，大多数人认为

艾滋病防治与老年人无关， 那么真相究竟如

何呢？

真相一：老年人仍有性需求和性能力，但

安全性行为意识不足，感染

HIV

风险居高不

下。 目前，我国每年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病人（

HIV/AIDS

）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男性

人数和所占比例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且大多

数经异性性行为途径感染。 近年来，关于老年

人感染

HIV

的报道越来越多。 因此，老年人

需提高防范

HIV

感染风险意识，避免和减少

高危性行为。

真相二：

HIV

感染者是老了才发现，还是

老了才感染？ 二者皆有可能。 首先，由于老年

人普遍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 主动接受

HIV

检测意愿不足。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水平

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提高，老年人性活跃年龄

持续推后，不安全性行为频发，感染

HIV

风

险增加。因此，

HIV

主动检测是诊断发现

HIV

感染状态的重要途径。

真相三：老年

HIV

感染者及时接受规范

的抗病毒治疗，可以延长生存时间，减少和避

免传播，提高生命质量。

HIV/AIDS

确诊年龄

越大、开始治疗时间越晚，发生死亡的风险越

高。 抗病毒治疗的目标是抑制患者体内

HIV

的复制， 减少对免疫系统的破坏以及重建免

疫系统。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免疫力下

降，

HIV

感染者的潜伏期较年轻人短，如不及

时治疗，病死率高。 因此，老年人要正确认识

艾滋病潜伏期和抗病毒治疗。

真相四：预防艾滋病，需要老年人主动作

为，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由于年龄及文化

程度是影响

HIV

相关知识知晓率的主要因

素，且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老年人在信息化

时代获得内容丰富的艾滋病防治知识显得力

不从心，导致安全意识薄弱，可能会发生无保

护的危险性行为。 因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

需要全社会的关怀， 如社区开发针对老年人

的宣传内容及传播方式， 年轻人帮助身边的

长辈获取、解读相关知识和提高防范意识，帮

助老年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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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30

天的坚持和守护， 用精湛的医术和

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重获新生……” 近日， 广丰区人

民医院感染疾病科的患者揭老先生康复出院， 他拉着

主治医生的手， 连连诉说着感谢。

揭老先生一个月前因乏力、 厌油、 腹胀等不适症

状前去问诊， 在初步检查后， 该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

医师杨礼强发现患者皮肤巩膜重度黄染，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高出正常值

57

倍 、 谷草转氨酶高出正常值

57

倍 、 血清总胆红素高出正常值

14

倍 、 凝血酶原时间

（

PT

） 较正常人延长

10.3

秒， 凝血酶活动度

40%

， 种

种症状表示肝脏出现大片坏死， 病情非常危急。 经科

室专家讨论后， 明确诊断为乙型肝炎亚急性肝衰竭期，

制订出以护肝退黄、 输血浆、 短程激素治疗、 补充白

蛋白、 抗病毒等为主的综合救治方案。

方案定制好了， 实施治疗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10

月

19

日， 揭老先生再次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 经化验

发现是低钾血症， 但在给予口服药后出现剑突下不适

,

考虑为药物副作用所致 ， 给予停药并进行护胃治疗 。

但揭老先生未缓解疼痛反而加剧， 同时出现右上腹疼

痛， 胆囊压痛点明显。 随后， 在

CT

检查和血常规化

验后， 诊断为急性胆囊炎， 并出现感染， 易进展为败

血症及暴发性肝衰竭。 科室主任刘祖华立即行动， 邀

请普外二科专家一同会诊， 最终确定给予揭老先生加

强抗感染治疗。

在经过感染疾病科治疗组和护理组历时

30

天精心

护理下， 揭老先生逐渐好转， 肝功能、 凝血功能等指

标好转， 乏力、 厌油、 腹胀等肝炎症状完全消失， 医

务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 乙型肝炎亚急性肝衰竭是

由乙肝病毒感染所致的一种暴发性肝炎， 病情危重且

进展迅速， 患者通常在短期内发生肝昏迷， 病死率高

达

90%

以上。” 刘祖华表示， 感染疾病科将继续提高医

疗技术水平， 更好地满足广大肝衰竭患者的需求， 让

更多肝病患者看到“ 肝愈”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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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毛婷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为大力

弘扬中医药文化 ， 努力提升民众健康素养 ，

满足基层群众多元化需求， 近日 ， 铅山县中

医院在县文化广场举行中医药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 闻讯前来就诊的市

民络绎不绝。 中医师们耐心为大家解答各种

健康问题， 细心为他们把脉 ， 对于有需要的

人， 还予以针灸、 拔罐、 艾灸 、 耳穴埋豆等

特色理疗项目。 其他的医护人员为来往市民

提供测量血压、 血糖等服务 ， 现场发放中医

药健康教育宣传册， 进一步向市民普及中医

养生知识， 推广中医保健方法 。 同时 ， 针对

患高血压、 糖尿病、 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市

民给予合理膳食、 合理用药 、 适当运动 、 科

学保健等方面的健康指导。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此次义诊活动为群众提供了零距离接

触中医、 感受中医的机会， 切实增强群众传

统健康保健养生意识和对中医文化的认同感，

营造了知中医、 信中医、 用中医 、 爱中医的

良好社会氛围。 现场市民们纷纷表示 ， 这样

的活动很有意义， 希望以后能多举办类似活

动，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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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 为进一步

规范医护人员窒息复苏抢救操作 ， 缩短抢救

时间， 防止患儿因窒息抢救不及时发生脑组

织缺血缺氧及各个器官的损害， 降低新生儿

死亡率和致残率， 近日， 婺源县中医院产科

联合儿科开展新生儿窒息复苏应急演练。

现场以模拟场景救治形式进行 ， 演练从

角色扮演、 急救站位、 职责分工等方面演示

了新生儿气囊面罩正压给氧 、 气管插管 、 胸

外心脏按压等内容。 各环节有条不紊 ， 从发

现胎儿窒息， 进行新生儿复苏抢救 ， 最后抢

救成功， 整个环节紧张有序 ， 医护人员沉着

应对 、 分工合作 、 配合默契 。 演练结束后 ，

医院专家评委对演练过程进行分析和总结 ，

对于医护人员综合表现给予充分肯定 ， 并对

演练过程中存在的细节问题提出了整改意

见。

本次演练 ， 通过详细的理论讲解与规范

的操作训练， 极大地调动了参培人员的积极

性， 增强了医护人员团队合作能力和紧急应

变能力， 为医院更好地服务于新生儿患者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铅山县中医院

开 展 中 医 药 义 诊 活 动

婺源县中医院

开展新生儿窒息复苏应急演练

护佑生命不言弃

陈骁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艾滋病防治与老年人无关吗？

———广信区人民医院持续推进慢病防治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文

/

图

托起健康的

“明天”

������2021

年

6

月，广信区人民医院在对

慢性病患者诊治和管理进行深入调研后

成立了慢病管理中心， 把从单纯的慢性

疾病治疗转向慢病防治和健康管理上

来，旨在通过提升服务效能、创新服务模

式， 为群众防治慢性疾病提供全面、连

续、主动、规范的健康管理服务。

该院慢病管理中心成立以来， 运用

互联网医院的优势，纵向贯穿区、乡、村，

横向打通医疗、医药、医保、院外护理等，

积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互联网

+

慢病

管理、远程医疗、医养结合、人工智能综

合体系，对致力于造福区域百姓健康，推

进健康上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持续坚

持以慢病患者为中心，积极打造有效、优

质的慢病管理服务， 让更多的慢病患者

过上有品质的生活。”黄朝发作为慢病管

理中心主任， 他表示， 慢病管理任重道

远， 下一步慢病管理中心将打造成从医

院、移动医疗、医生、药品、支付、医保和

区、乡、村分级管理等多个横、纵向链条

互通的更广阔范围的闭环。

提升群众慢性病防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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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心脑血管

系统等慢性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是一个重大

公共卫生问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广信区人民医院

采取下基层送健康、办义诊开讲座等形式持续推进

慢病防治工作。 同时，该院成立了慢病管理中心，使

基层慢性病患者得到快速诊断和治疗，为慢性病患

者托起健康“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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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的血糖是

15.1mmol/L

，相较正常

值偏高了，建议你除了饮食上要控制，也要加强

运动。 如果口服药效果不是很好， 可以打胰岛

素。 ”

11

月

10

日，广信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分

泌科联合眼耳鼻喉科、营养科，在一楼门诊大厅

开设了以“ 教育保护明天”为主题的“ 世界糖尿

病日”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心血管内分泌科医

师冯正炎为市民杨女士测量血糖后， 针对杨女

士的情况提出建议。

“ 长期高血糖可引起多种器官损伤， 急性

并发症可能会出现酮症酸中毒和高渗性昏迷，

远期慢性并发症则会影响多种器官， 如视网

膜病变、 脑卒中、 冠心病等。” 该科副主任李

乐亮在一旁向记者介绍： “ 糖尿病患者需要

接受持续教育以了解他们的病情并进行日常

自我护理， 这对于保持健康和避免并发症至

关重要， 这也是我们开展此次活动的目的。”

义诊活动中， 共为群众免费测量血糖 、 血压

200

余人

,

发放糖尿病防控知识等健康教育小

册子

300

余份。

活动当天， 医护人员还深入病房进行健康

宣教，让糖尿病患者充分了解糖尿病的病因、症

状、并发症以及日常生活需留意的事项等内容，

从而能够让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 减少糖尿病

并发症的发作，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正

在进行眼底检查和四肢动脉硬化检测的糖尿病

患者郑先生因糖尿病合并急性脑梗塞入院，他

告诉记者：“ 以前我不以为意， 直到这次住院才

意识到严重性，大家要提高防病意识，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 ”

打通基层就医“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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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信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内分

泌科、神经内科、呼吸科的

10

余名医护人

员走进田墩镇黄坑村、儒坞村卫生所，为当

地慢性病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活动

中，前来测量血压的村民中老年人居多，该

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黄朝发适时对血压

偏高的居民提出科学饮食建议，提醒他们

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多锻炼，发现头

晕、头痛等问题要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对

于不同的病症要了解如何合理安全用药。

当天，医护人员还现场进行了心肺复苏教

学，得到村民们的高度赞扬。黄朝发说：“ 送

医下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基层百姓认识

慢性病，关注慢性病，为基层慢性病患者提

供更多的服务和帮助。 ”

为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该院还组织多学科专家前往罗桥天福康

养中心，针对康养中心老人身体状况，围

绕高血压和糖尿病发生的原因、 危害及

如何科学合理选药、 用药等知识进行宣

教， 为老人们普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慢性病相关知识，指导大家科学养老。医

护人员还免费为老人们提供视力筛查、

测量血压和血糖、针灸推拿等服务，并慰

问行动不便和卧床的老人， 查看老人的

身体状况，进行心理疏导。

高质量规范慢病管理流程


